
計畫案例說明



基本型

區公所

進階型

創新
發展型

預計4-12萬 預計8-25萬

預計7-50萬
一般社造公所預計12-50萬

✓ 以前年度未曾參與文
化局社造計畫之社區
組織將優先補助

✓ 106年至108年間
曾有2年(含)以上
執行社造計畫者

✓ 首次開放個人提案
✓ 須聯合其他組織如地

方文化館、社區、里
辦公處、學校、議題
社群、基金會等共同
推動計畫

進階社造公所預計40-100萬

✓ 盤點區域資源，基礎人才培
力，整合公所社造平台及運
用區域特色

✓ 鼓勵擴大參與，推動地方文
化生活方案

✓ 推動公民審議或參與式預算

四大計畫類型



輔導機制

輔導團隊
工作項目

社造點計畫執行須配合文化局社造家族輔導
預計期程如下：

￭社造點訪視、諮詢
￭輔導陪伴社造點執行計畫
￭社造家族會議

￭培訓課程/ 工作坊/參訪
￭舉辦家族聯合成果發表
￭輔導社造點新聞露出

3-5 11-121-2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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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願
景規劃

區域人
才培力

區級社造
平台運作

由區公所主任秘書以上成員

擔任召集人，跨課室組成社

造工作小組，整合轄區資源

區級社造中心

區公所做為區級社造中心
應與社造點攜手經營區域
社造事務發展



基本型、進階型社造點及一般社造公所執行案例

文資守護

社區劇場

社區影像

社區工藝

社區產業

循環經濟

東山區公所、水雲社區、南溪社區；北區公所、
仁德公所、龍岡國小等皆執行相關計畫

官田公所、大內石子瀨社區、左鎮公館社區、新
化區台南產業總工會等皆執行相關計畫

安平區公所、柳營區中興、士林、果毅社區；仁
德區和愛、中洲社區等均辦理相關計畫

中西區公所、鹽水區公所、關廟公所、山上區豐
德社區、學甲國小等皆執行相關計畫

西港區檨林社區、蕭壠社北頭洋、左鎮澄山社區、
佳里區漳洲社區等執行相關計畫

以系統性、區域性文資概念串連深
化文資守護公共性。

以社區劇場作為社區探討公共議題
、營造社區發展特色之媒介。

紀錄社區營造、在地生活特色等過
程，以促進社區參與分享。

傳承社區工藝並活化加值，提升社
區藝術美學。

推廣行銷社區產業，增加產品之能
見度。

關注地方特色及生活環境，將在地
資源結合創新設計，永續發展。

下營區公所、後壁區侯伯公所、新化區山腳社區、
關廟東勢社區、臺南市竹會等皆執行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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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區-龍眼窯文化景觀資源調查
東山公所自104-107年分期辦理東
山區淺山8里社區文資調查，108年
進一步辦理導覽解說員培訓，深化
文資守護。

北區公所-鎮北坊文化園區資源活
化應用
北區公所分年分里調查文化資源，
並結合轄區內各級學校辦理社區踏
查，108年度與南二中桌遊社、成
大USR團隊及居民合作產出鎮北坊
文創桌遊。 帶領國小學童繪製臉譜

與南二中、成大
USR團隊共創「鎮
北坊文創桌遊」

深耕城鄉、藝文扎根

文資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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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區公所
延續推動古蹟戲劇導覽，
用戲劇話我王城（安平
古堡），108年以巡演
方式擴大辦理，並獲邀
至臺史博演出。

柳營區社造點
柳營區中興社區、果毅
社區、士林社區等著力
社區劇場多年，108年
更與安平區聯合辦理劇
場主題式成果展。

深耕城鄉、藝文扎根

社區劇場
安平公所
古蹟戲劇
導覽獲邀
至臺史博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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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公所－府城映像館
中西區公所自105年起辦理「府城映像館」計畫，培力學員拍攝紀錄片，自107年止共累積30部作品。
107-108年進一步串連系列活動，如放映會、讀書會、文史走讀、寫生活動、分享會等，持續累積擴散
紀錄片價值。

進行紀錄片拍攝培力課程

紀錄片系列活動辦理

與印尼影像團隊交流

深耕城鄉、藝文扎根

社區影像

文史走讀活動

紀錄片被攝者座談分享 寫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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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繪本
多個社造點皆產出相關成果，如西港區公所《跟著香味去旅行》、港東社區《開基姑媽宮八份宋江陣繪
本》、歸仁區公所《回到歸仁舊菜市》繪本、將軍國小《神明的造型師》(閔南語故事繪本)等。

聲音紀錄
藝進會辦理系列社造課程，其中「聲音停看
聽」帶領學員採集社區聲響並進行再創作，
產出專屬於學員與蝸牛巷的獨特聲音紀錄作
品。

深耕城鄉、藝文扎根

社區繪本、聲音紀錄

9



不老交響曲－竹鼓樂活班
107年結合新豐竹工藝產業辦理「不老交響曲-竹鼓樂活班」，
以音樂帶動樂齡生活；108年由歸仁公所接續辦理，新增旋律
樂器竹琴，豐富樂團聲部織度。

漆Ｘ竹冷泡茶研習
結合本市龍崎在地竹材與國立臺灣工藝
研究發展中心漆工坊合作，從竹材木車
成型，到漆藝加飾技法等，為龍崎遍地
竹材尋找經濟加值。

深耕城鄉、藝文扎根

社區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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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晒圖「社區自造–社
區產業小舖」
由文化局聯合所輔導社區產
業產品進駐專售，共展示
16個社區158項優質社區商
品，透過第一線銷售及創意
市集群聚效益，促進社區產
業發展。

社區產業創意加值
熱土跑者Ｘ大內石子瀨社區
從食物設計面向進行規劃，
為大內石子瀨社區所開發出
的酪梨周邊產品進行包裝設
計，提升商品的整體品質。

深耕城鄉、藝文扎根

社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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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區公所X烏金合作社
將原為廢棄物的菱角殼經過「熱裂解」製成「菱殼炭」，具
淨化水質、吸附異味功能，透過設計轉化成兼具實用與美觀
的菱殼碳產品。

左鎮區公舘社區
將葛鬱金粉渣回收再利用，並製成食品及生
技產品，並透過農廢料研發讓農產產值提升，
建置友善農場場域。

深耕城鄉、藝文扎根

循環經濟

葛鬱金麵、葛鬱金粉

葛鬱金面膜、葛鬱金磨砂乳液手作菱殼炭筷箸、菱殼炭杯

菱殼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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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發展型社造計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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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添加标题
藝進會
蝸牛巷聽說讀寫之慢手作社區計畫
以葉石濤文學中的「蝸牛巷」為基
地，結合藝術行動，以「聽」「說」
「讀」「寫」帶領社區耆老、在地
青年、社區商店、大專院校及永福
國小等參與整輯地方文本，營造社
區工坊及展覽空間。

南藝大
「藝起搏感情、六甲藝術傳情行動」
透過說故事志工培訓及相關樂器練習，
以多元的藝術介質擾動社區，豐富樂
齡生活，成果表演至日照中心、養老
院、關懷據點等巡迴演出，與社區、
樂齡人口「藝起搏感情」。

藝進會辦理苔球課程認識社區植物

藝進會辦理圖彩木蝸牛課程

南藝大社造成果至日照中心巡演說故事志工培訓課程

南藝大說故事志工伴奏樂器練習

藝進會辦理慢手作課程



14

中西區銀同社區
都是主角－致我們青春的時光

【銀青】攜手、【贏】在同心
結合光華高中辦理公車上學『趣』、
移動式廚房【灶腳到你家】等活動，
增進青銀互動機會，並運用城鄉串聯
新化口埤部落及在地食材，開發高齡
飲食、傳統文化飲食之創新發展。

時光機便當
為讓失智症長者增進與社會互動，由
志工陪伴共同製作「時光機便當」，
並延伸出「食光機便當儲蓄簿」，參
與活動者可將服務時數登錄，未來可
兌換提取，為老化預作準備。

枋溪潺潺親子成果展
活動包含枋溪環境劇場演出、大小寶貝導覽、社區後花園活
動、市集踩街等，經由劇場演繹在地生活故事及系列活動導
覽、社區散步、特色市集等，發展在地老化、創意高齡的不
同可能性。

時光機便當與失智症長者共作共食市集踩街活動

枋溪環境劇場演出 時光機便當

創新發展型社造計畫案例



進階社造公所案例
105-108年
公民審議暨參與式預算計畫

已輔導８區公所參與

計６區公所累積３年以上經驗

區公所 計畫名稱

安平區公所 「為安平化妝–點亮漁光島」參與式預算計畫

中西區公所 「人文中西城心蛻變」參與式預算計畫

佳里區公所 「我居住的佳里你心中的體育公園」參與式預算計畫

新化區公所 新化區「地方創生」參與式願景工作坊

善化區公所
「創創創、闖闖闖鬥陣圓理想-創意要實踐創新被看見創業
就出現」參與式預算計畫

仁德區公所 「藝起想想仁德共好」參與式預算計畫

提出

臺南審議週
臺南投票週
集中時段宣傳

吸引1萬3,000以

上人次參與投票

因地制宜
提出不同議題及審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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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社造公所案例

中西區「人文中西，城心蛻變」計畫，經
過舉辦說明會、公民大會、提案工作坊等
程序產出居民心目中的人文提案，落實公
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的推動，也讓更多人
實際瞭解並體驗何謂「公民參與」



鼓勵提案面向 對應永續發展目標SDGs概念

帶入 SDGs概念進行，引導社區連結社群、跨越既有疆界與範疇，並鼓勵相關議題社群參與自主提案
或與社區聯合提案，為社區與社會對話產生新的模式。

SDGs向度 目標說明 對應社造議題

目標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在地老化

目標4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
身學習

終身學習
黃金人口參與社造

目標5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性別平權、婦幼權益

目標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社區安全、文資守護

目標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循環經濟

目標16
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
法管道給所有人；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
且包容的制度

通用設計、文化平權
(身心障礙、新住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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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提案面向 跨域合作參與

鼓勵公所、學校(大專院校USR計畫)、社
區組織、合作社、議題青年等以社造聯
盟方式推動社造創新方案，透過跨域協
力，帶動共同議題的互動與想像，進而
凝聚地方創生願景。USR

育成中心
(CSR)

社區、社群、青年

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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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提案面向 新住民多元議題發展

⚫ 北區公所-開設社區文化共融食農教育，與新住民共種共作共食
分享不同生命故事。

⚫ 敏惠醫護-由學生與長者、新住民家庭互動訪談，並共創繪本，
另以防撞條彩繪或故事箱等方式發表10個長輩和新住民家庭故事。

敏惠醫護與新住民
共創繪本

新住民參與新營區成
果踩街活動

促進文化參與權
培植文化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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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前進東南亞」與
崑科大合辦新住民紀錄片

北區公所邀請新住民
辦理「食農教育」

「南南」每週日與臺南公園
辦理東南亞地板圖書館



鼓勵提案面向 都會型社造提案

⚫ 北區振興社區-以鄰為單位，辦理9場「巷親巷愛」
互動活動，藉此帶動里內公廈居民參與社造

⚫ 永康區復國社區、南區國宅社區等皆透過社造課
程、公民審議、藝術活動等辦理，廣邀公寓大廈
居民參與。

⚫ 透過辦理藝文活動帶動公寓大廈居民
參與

⚫ 逐步延伸社造基礎課程辦理或進一步
討論各類公共議題，建立都會公民交
流互助管道，營造更適合居住的都會
生活。

北區振興社區辦理「巷親巷愛」互動活動 復國社區、國宅社區透過活動帶動公廈居民參與社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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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提案面向 進階公所
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

鼓勵提報「地方創生」計畫區公所，
透過審議機制挖掘在地發展重點議
題，厚實公所建構區域社造平台基
礎

結合地方創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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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鼓勵擴大參與類型，提案內容需包含建立公所社造平台，並廣邀在地青年、民眾、社區、議題社

群或各類組織團體等，打造社造前進基地以共同討論及推動地方生活文化行動方案，且需提出如何讓相關

執行過程公開透明的操作機制。

第二類：採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方式推動，執行過程能夠配合公民審議專業輔導團隊之規劃。


